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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检测β-半乳糖苷酶

Ⅰ. 概述

Ⅴ. 溶液配制

从大肠杆菌中提取的β-半乳糖苷酶基因被广泛用作检测

配制1 mmol/l的SPiDER-βGal DMSO储存液

报告基因的标记物。虽然X-gal是检测细胞或组织中β-

加入35 l的DMSO至SPiDER-βGal (20 g) 管子中并

半乳糖苷酶的常用试剂，但由于X-gal细胞通透性差，需

用吸管移液器吹打溶解。

要固定细胞或组织，而且目前已开发的荧光检测试剂由

*SPiDER-βGal储存液保存于-20℃。

于在细胞中的停留性差，不能明确区分β-半乳糖苷酶表

配制1 mol/l 的SPiDER-βGal工作液

达的细胞和未表达的细胞。

用Hanks’HEPES缓冲液稀释SPiDER-βGal储存液，

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Urano，Kamiya等成功开发了SPiDER

配制成1 mol/l 的SPiDER-βGal工作液。

-βGal，SPiDER-βGal具有理想的穿透细胞膜并停留在

*为了维持细胞的状态，推荐使用Hanks’HEPES缓

细胞内的能力。

冲液。

SPiDER-βGal在β-半乳糖苷酶的酶促反应下迅速生成醌
甲基化物，该产物是一种亲电子化合物，可以和带有-SH
等亲核功能基团的蛋白质结合产生荧光。由于SPiDER
-βGal可以自我固定在细胞内的蛋白质上而停留在细胞
内，因此可以进行单细胞分析。

Ⅵ. 染色步骤
SPiDER-βGal染色
1. 制备细胞悬液。
2. 去除培养基，用Hanks’HEPES缓冲液洗涤细胞2次。
3. 加入适量SPiDER-βGal工作液。
4. 在37℃培养15 min。
5. 用荧光显微镜或流式细胞仪观察细胞。
* 染色后即使不洗涤细胞也可以观察。但是如果您需
要也可以洗涤细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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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. SPiDER-βGal的反应机理

Ⅶ. 实验例
用荧光显微镜检测β-半乳糖苷酶表达的细胞
1. 在含有DMEM培养基 (10%胎牛血清，1%青霉素-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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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. SPiDER-βGal和β-半乳糖苷酶的
反应产物的激发和发射光谱图

在5% CO2、37℃培养箱中过夜培养。
2. 用2 ml的Hanks’HEPES缓冲液洗涤细胞2次。
3. 向培养皿中加入2 ml的SPiDER-βGal工作液，然后在
37℃培养箱中培养15 min。
4. 去除上清液后，用2 ml的Hanks’HEPES缓冲液洗涤
细胞2次。
5. 再加入2 ml的Hanks’HEPES缓冲液，在荧光显微镜

Ⅱ. 试剂内含

下观察细胞。(图3.A)

SPiDER-βGal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20 g × 3

6. 去除上清液后，向培养皿中加入2 ml的4%多聚甲醛
(PFA) /PBS溶液，在室温下培养15 min。

Ⅲ. 储存条件
0-5℃，避光保存

7. 去除4%多聚甲醛/PBS溶液后，用2 ml的Hanks’HEPES
缓冲液洗涤细胞2次。
8. 再加入2 ml的Hanks’HEPES缓冲液，在荧光显微镜

Ⅳ. 所需的设备和材料

下观察细胞。(图3.B)

- 二甲基亚砜 (DMSO)
- Hanks’HEPES缓冲液
- 微量管
- 移液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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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检测β-半乳糖苷酶

滤光器 (波长/带通滤波器)
荧光成像：550/25 nm (Ex),605/70 nm(Em)

A

B
A：活细胞；
B：固定细胞 (4%PFA/PBS)
(黄色：SPiDER-βGal；
蓝色：Hoechst 33342)
β-半乳糖苷酶表达的HEK/LacZ
细胞荧光成像清晰，而且固定
细胞与活细胞的检测结果一致。

图3. HEK/LacZ细胞和HEK细胞1:1比例的荧光成像

用流式细胞仪检测β-半乳糖苷酶表达的细胞
1. 在微型管中混合500 l的HEK细胞 (5×105 个/ml) 和500 l的HEK/LacZ细胞 (5×105 个/ml)。
2. 向微型管中加入1 l的SPiDER-βGal DMSO 储存液，在37℃培养15 min。
3. 用流式细胞仪分析细胞 (488 nm激发波长，530/30 nm带通滤波器)。

HEK cells

HEK/LacZ cel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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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. HEK/LacZ细胞和HEK细胞1:1比例的流式细胞仪分析
在流式细胞仪分析图中，β-半乳糖苷酶表达的
HEK/LacZ 细胞和HEK细胞可以明显区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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